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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 日上午，记者在北京丰台
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口见到
了就诊完准备回家的王奶奶。王奶
奶说，自己今年 72 岁，有高血压、高
血脂、高血糖，以前每个月她都需要
坐半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大医院去
开药。后来，邻居告诉她，医改后，
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拿到她
用的所有药品，而且还不用交医事
服务费，她这个月就改为了在社区
拿药。

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
浩介绍，医改后，该中心的药品种类
从原来的480种增加到660种，医改
前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买不到的药，
现在增加了不少。在医保报销范围
内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的药，患
者可以向签约的家庭医生提出申请，
由签约家庭医生为患者单独申购。
考虑到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带大量药
品回家困难，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还开展了长处方药品免费配送到家
服务。据了解，北京市很多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都开展了这项服务。

引导患者下沉基层是本次医药
分开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北
京市在城六区的 114 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推行，先诊疗后付费的模式，
即患者可先不交医事服务费，直接
去全科门诊就诊，诊疗结束后再统
一交费，同时，对 60 岁以上老人免

医事服务费。
为了保障就诊秩序平稳，增进群

众的就医获得感，北京医改还推出了
系列改善医疗服务行动，为给患者提
供政策宣传和用药指导服务，提高医
事服务质量。记者在北京中医医院
门诊大厅看到，尽管患者很多，但服
务人员随处可见。记者在该院耳鼻
喉科看完病，拿着处方单来到自助交
费机旁，一名工作人员迅速走上前来
帮忙，插卡、确认、打印，再用微信完
成门诊缴费。

北京石景山区对试点社区医疗
机构服务站取消实物药库，建立虚
拟药库。患者就诊后，对社区站药
房没有而患者又有需求的药品，医生
会通过查询合作配送药企公司的库
存为患者开具电子处方，信息系统将
电子处方推送到物流中心，物流中心
对电子处方进行药品的拣选、包装，
并配送至机构，经药师审核后送到病
人手中。做到急用药品 2 小时内、
普通药品 4小时内配送到家。

北京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医改推进的过程中还将继续改善
医疗服务，从预约挂号到知名专家团
队服务、优化诊疗程序等，各区及各
医疗机构会制定更细致具体的服务
举措。同时，加强监督管理，开展住
院服务的DRG（疾病诊断相关组）评
价，开展医药分开综合改革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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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已全面实施一个月，北京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实现取

消挂号费、诊疗费，取消药品加成，设立医事服务费，通过政策联动下的“平移”方

式，推动医院利益格局调整和激励机制的改变。北京医改新政是否取得了预期的

效果？人民群众在医改新政实施后是否得到了实惠？记者深入北京各大医院及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此进行了采访。

北京医药分开改革取消了药品加成和挂号

费、诊疗费，设立医事服务费，实行药品采购、分

级诊疗、服务价格等同步配套改革，这意味着医

疗机构从此告别了“以药补医”，看病治病有望

回归本源，患者就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

阶段。为此，北京医改收获了大量点赞。

北京医改方案实施后，诸多媒体目光都聚焦

于患者就医费用有无减少。但事实上，这项改革

重点并不在此，而是要改变过去公立医院“以药养

医”结构的历史性扭曲，实现补偿机制的重建。医

改最终要达到的愿景是，医生通过给患者提供医

疗服务来堂堂正正地获得收入，药品通过物美价

廉的营销、诚实规范的经营来获得正常利润，医生、

医院、药厂的行为都回归到治病救人本质。

从国际经验来看，以医疗服务而不靠药费

来维持医院运营，是一个趋势。一所医院的收

入 70%来自于医疗服务收费，30%来自于检查、

药品等收费项目，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而我国，

人为设定了医疗服务的低价策略，因为医疗服

务价格普遍低于成本，财政补贴又不到 10%，只

能靠药费、检查费贴补亏损。

北京的“医药分开”政策切中了改革的核心。

取消药品加成、设立医事服务费、调整医疗服务价

格，看似费用平移和替换，却是管理方式的改变。

“检查费用确实降了不少，比如我今天要做
的头部 CT，过去是 180 元左右，现在下降到 135
元。”40 多岁的刘先生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
作，这几年因病需要持续治疗，他对自己的检查
费用和常用药价格记得非常清楚。4 月 27 日一
早，记者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见到刘先生时，是
他医改后第一次来医院复诊，“虽然有了医事服
务费，挂号比原来贵了些，但检查费用和药费的
下降更大，总的来说自己还是少花了钱”。

60 多岁的患者老李，也从医药分开综合改
革中获益。老李平时有高血脂、糖尿病，每个月
都要到家附近的北京中医医院开降糖药、降脂
药。他给记者对比了医改前后的价格，以糖适平
为例，医改前 74.7 元一瓶，医改后降为 65.04 元
一瓶；匹伐他汀医改前 60.99 元，医改后 47.39
元。“慢性病常用药价格下降后，我们能省下不少
钱，我认为，医改后患有慢性病的中老年患者受
益比较大。”老李说。

“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前期试点经验表
明，患者费用总体负担水平不会有太大增加。”北
京市卫计委新闻发言人高小俊介绍说，改革保持
北京市医疗费用总量基本平衡，上调床位、护理、
一般治疗、手术、中医等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
价值项目价格；降低了 CT、核磁等大型设备检
查项目价格；降低了药品价格。如普通床位费从
现行 28 元调整为 50 元，二级护理从 7 元调整为
26 元，阑尾切除术从 234 元调整为 560 元等；核
磁从 850 元降低到 400 至 600 元，PET/CT 从
10000 元降低到 7000 元；而通过配套取消药品
加成和实行药品阳光采购，药品价格平均降幅
20%左右。

那么此次改革后，患者实际看病费用发生了
怎样的变化？截至 5 月 5 日相关部门的监测数
据显示：三级医院总门急诊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减
少 15.1%，二级医院总门急诊量与去年同期相比

减少 7.2%。一级医院及社区服务中心门急诊量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3.4%。药品阳光采购平台
累计订购金额 51 亿元，累计节约药品费用约 4.2
亿元，节省幅度达 8.2%。三级医院药占比由
40.8%下降到 34.1%，二级医院由 47.6%下降到
40.4%。医疗机构以药补医机制已不复存在，看
专家难的问题有缓解倾向，一些普通病常见病逐
步分流到基层医疗机构，大医院人满为患的长期
战时状态有所松动。

从监测结果来看，门诊次均费用保持下降的
趋势。但有些患者表示，并没有太多的获得感。
家住北京市西城区南横东街的曹女士发现，在社
区开药时不少药价没有变化，比如拜糖平的价格
就和原来一样，而自己长期服用的速效救心丸价
格从原来的 30.62 元变为现在的 39.72 元，反倒
涨了 9 块多。“医改后药品阳光采购不是会降价
吗？为什么还有药会涨价？”曹女士十分疑惑。

对此，高小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作出了回
应：“阳光采购共有 4.1 万个品规的药物，降价的
占 70%，持平的占 20%，上升的占 10%。药物升
降的比例不同，患者用药的获得感也会有所不
同。”北京市的基层医疗机构早在 2006年起就开
始实行了基本药物的零差率销售。这些药品在
本次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执行前，社区已经取消了
药品加成，老百姓已提前享受到了实惠，所以改
革执行后价格无明显变化。

而速效救心丸属于国家低价药品政策范
围。对这些低价药品，国家的政策是加大政策扶
持，医疗机构可参考周边省份价格，随行就市与
生产企业谈判形成供货价格。同时，速效救心丸
属于中成药，中成药的主要原料草药属于农副产
品，其价格随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且近年
来价格连续上涨。经过调查，相关部门发现北京
市此次阳光采购的速效救心丸，39.72 元折合成
单粒的价格约 0.22元，已为全国较低水平。

不过，仍然有患者感到医疗费用上涨明显。
常到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的刘大姐告诉记者：“挂个
普通门诊，以前自付2块钱，现在得10块。针灸价
格从以前的每次4元涨到了每次26元，颈椎病推
拿治疗的价格从原来的每次 25元涨到了每次 43
元⋯⋯”广东的郑女士今年68岁，是一名恶性肿瘤
患者，目前在北京和儿子一起生活，这几年通过异
地医保的方式报销医药费。异地医保患者挂号费
不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内，北京医改让郑女士犯了
愁。“我需要长期去医院开药，去年挂号5元一次，
一年下来共花了200多元，而今年，仅医事服务费
一项就得多花2000多元。”她无奈地说。

“改革后，根据静态测算，医疗费用总量保持
基本平衡，患者总体费用没有增加，但就个体而言，
由于在就诊疾病、治疗方案等方面存在差异，感觉
到费用增加的情况的确存在。”北京市卫计委主要
负责人表示，医事服务费的本质，是医疗机构取消
药品加成及挂号费诊疗费后，对其运行成本以及
向患者提供诊疗服务的医务团队的补偿。此次医
药分开改革的目标，一方面要切断医院、医生靠“开
药”赚钱的补偿模式；另一方面也要引导医疗机构
和医务人员，通过提供更多更好的诊疗服务，获得
合理补偿。这也是提升服务的动员令。短期看，
不同患者费用有升有降，但从长期看，医疗服务的
调整和规范，最终会让百姓受益。

“目前我国医疗服务的价格偏低，而药品的价
格偏高，所以北京市采取药品零差率，把药价压下
来，提升服务费，调整医疗服务的价格结构，让其向
更合理的方向发展。”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
障研究中心主任朱铭来解释，“医事服务费补偿的
成本范围,远远不仅是挂号等管理服务,而是包括
了医疗服务、药事服务。所以,医事服务费不是有
些人说的原来挂号费的变相涨价”。

“异地医保能否报销北京的医事服务费”是很

多患者十分关心的问题。北京市卫计委主要负责
人介绍，医事服务费能否报销，与我国的基本医疗
保险制度设计以及各地对这个收费项目的认识有
关。基本医保一般按照设区的市实行地区统筹，
不同统筹地区制定并执行各自的报销政策。在北
京医药分开实施的过程中，医事服务费是基本医
疗服务费用，因此将其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
围。异地医保患者能不能报销医事服务费，还要
看各地的政策。

从北京市卫计委的监测数据来看，4 月 8 日
至 5月 2日，医改的分流效果初显。三级、二级医
院总门急诊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一级医院及社区
服务中心门急诊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显著增加。
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就诊人次与去年同期相
比减少。这说明，一些普通病和常见病逐步分流
到基层医疗机构，专家号难挂的趋势也有所缓
解。同时，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导向作用也略有
显现。以北京中医医院为例，中医针灸服务价格
上调，改变了针灸科在医院不受待见的局面。北
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介绍，截至 4 月 11 日，北
京中医医院药品收入下降 4.49%，中成药收入下
降24.94%。针灸收入较改革前涨幅较为明显，同
比上涨 23.45%，次均费用（含医事服务费）上涨
16.08%。

对于医生，医改新政的影响还没有立刻显
现。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盖建青告
诉记者，从他的门诊情况来看，并没有明显感觉到
患者的减少，主要是由于来大医院看病的患者太
多。在谈到医生在医改后的收入变化情况时，他
坦言，由于医改新政执行不到一个月，还不了解工
资的变化情况，但是预计并不会有太大幅度的增
加。“对于医生而言，改革的意义是让医务人员的劳
动价值得到体现，让医生感受到了尊重，这是一种
更加可持续、更趋向合理的方式。”盖建青说。

倡 导 全 新 就 医 理 念

患 者 负 担 总 体 持 平

就 医 体 验 有 所 改 善

让医疗回归治病本源

吴佳佳

截至5月5日监测数据显示：药品阳光采购平台累计订购金额

51亿元，累计节约药品费用约4.2亿元，节省幅度达8.2%。三级医

院药占比由40.8%下降到34.1%，二级医院由47.6%下降到40.4%

医改的分流效果初显。三级、二级医院总门急诊量比去年同期

减少，一级医院及社区服务中心门急诊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显著增

加。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就诊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一些普

通病和常见病逐步分流到基层医疗机构

医改后，社区医院的药品种类得到较大完善，以前不少在

社区医院买不到的药，现在都有了。为引导患者下沉基层，北

京市在城六区的11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行“先诊疗后付

费”的模式

从“以药养医”变成“以技养医”，

不一定是简单的涨价、补足，还可以

是收入结构的优化。本次医改后，多

数医生收入并没有增加，但他们仍然

受到鼓舞。因为本次改革，无论是价

格调整还是医事服务费的设立，都凸

显了对医生劳务价值的尊重，让医生

感受到了职业的尊严。

因此，北京医改是一个复杂的系

统工程，需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其

中，要充分发挥医保的作用，并改变按

项目付费方式，推行按病种付费等方

式，多方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医疗、医药、医保“三医”需协同推进，

医院管理、医保监管、药价治理齐头跟

上。同时，引入谈判机制、第三方成本

核算等方法，给改革的落实以很大空

间。此外，全国也应该尽快形成一盘

棋改革的制度大环境，与北京医改实

现耦合协同，让百姓看病得实惠。

不过，我国种种医疗领域问题

产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医疗资源相

对缺乏，且分布不平衡。此次北京

医改新方案属于在调配资源上的举

措，也即是说，为“节流”之举，并非

“开源”。想要指望一次医改举动就

能彻底消除“看病贵”“看病难”，并

不现实。但是北京医改已经进入深

水区，犹如冲锋的号角已经吹响，我

们期待它能够不拘一格，勇闯新路，

真正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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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起，北京中医医院一层大厅

新开了两个“医改服务窗口”，为患者提

供医改退费等服务。 李学燕摄

北医三院设置北医三院设置 8080 余台自余台自

助 机助 机 ，，提 供 医 药 费 用 查 询 服提 供 医 药 费 用 查 询 服

务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佳佳吴佳佳摄摄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走

进回龙观社区开展义诊活

动，同时通过展板、发放宣

传手册等方式让居民了解

医改政策。 耿 璐摄

北医三院在门诊大厅设立了咨

询台，同时在医院明显位置摆放了政

策说明。 本报记者 吴佳佳摄

北京中医医院与中国邮政 EMS 合作，开通中草药、代煎汤药等

速递服务，患者看病后可直接回家等候送药上门。 李学燕摄


